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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召 经 句

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为祭牲了，所以，我们
来守这节。(哥林多前书 5:7-8)

本 日 祝 文

上帝啊，祢为救赎我们，让独生圣子在十字架上受死，又藉祂荣耀的复活，
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势力：求祢使我们日日在罪上死，就可以与祂一同永
生，享受祂复活的喜乐；藉赖祢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求，圣子和圣父
丶圣灵，惟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权，永世无尽。阿们。

宣扬圣言

基 督 复 生

今朝基督正复生，阿利路亚！凯旋圣日众欢欣，阿利路亚！
一回十架钉，阿利路亚！受死皆为救万民。阿利路亚！

普世万民齐赞扬，阿利路亚！赞美基督天上王，阿利路亚！
忍受钉死葬坟中，阿利路亚！救赎罪人出死亡。阿利路亚！

因主身受重创伤，阿利路亚！救恩成全众盼望，阿利路亚！
主今作王升天上，阿利路亚！天军天使共赞扬。阿利路亚！

我众赞美天上神，阿利路亚！赞歌主爱皆永恒，阿利路亚！
天上万军当同声，阿利路亚！赞美圣父子圣灵。阿利路亚！

我 知 道 我 的 救 赎 者 活 着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  祂是永活的主
当我在深谷迷失时  祂领我走正义路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  祂是永活的主
当我在旷野孤独时  祂伴我作我的灯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  我心不再忧虑
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  领受祂的丰盛之爱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  我灵不再沉睡
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  我将见祂荣光之面

荣 耀 神 羔 羊

荣耀 荣耀 荣耀神羔羊  荣耀 荣耀 荣耀神羔羊
惟有祂是  荣耀尊贵配得赞美  在宝座上的真神羔羊
来敬拜祂  高声齐来颂扬  在宝座上的羔羊



约 翰 福 音  2 0 : 1 - 1 8

1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马利亚来到坟墓，看见石
头已从坟墓挪开了，2 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
说：“有人从坟墓里把主移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3 彼得和
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去。4 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快，先到了坟
墓，5 低头往里看，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6 西门·彼得随
后也到了，进了坟墓，看见细麻布放在那里，7 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
细麻布放在一起，是另在一处卷着。8 然后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他看
见就信了。9 他们还不明白圣经所说耶稣必须从死人中复活的意思。10 于是
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11 马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她哭的时候，低
头往坟墓里看，12 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
个在头，一个在脚。13 天使对她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她对他们说：“因
为有人把我主移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14 说了这些话，她转过
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他是耶稣。15 耶稣问她：“妇人，你为什
么哭？你找谁？”马利亚以为他是看园子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
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去把他移回来。”16 耶稣对她说：“马
利亚。”马利亚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老
师的意思。）17 耶稣对她说：“不要拉住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
你到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
神，也是你们的神。”18 抹大拉的马利亚就向门徒报信：“我已经看见了主。”
她又把主对她说的话告诉他们。

证 道

主 复 生

主复生  从今以後死亡恐怖再不惊心
主复生  从今以後坟墓威权再不辖制  阿利路亚

主复生  为我牺牲  此生专为事主信徒
清心虚  怀偕主行颂扬赞美荣归救主  阿利路亚

主复生  我深知道主爱深厚永不转移
生与死  地府噩耗不能分隔与主割离  阿利路亚

主复生  荣升主帅宝座庄严万国君临
我主脚踪甘追随  偕主作王安息天庭  阿利路亚



信息

欢迎
欢迎您来到圣安德烈普通话堂参加崇拜。这里是神的家，学习爱神、爱人、
爱自己。请填写《来宾留名表》，让我们保持密切联系。欢迎彼此深入沟通, 
我们期待了解你！愿主耶稣的恩惠与慈爱常伴随你。

杨淑娴牧师  敬上
圣安德烈堂辅理圣品兼普通话事工主任

牧者信、牧者心

诚意地邀请您与耶稣基督一起走过从苦难到复活的道路， 这是超越时空的经历。
鼓励弟兄姐妹，积极地参与整个圣周礼仪， 因为「圣周」和「逾越三日庆典」是
一个完整奥秘的事迹。 在「圣周星期四」耶稣在这个神圣的逾越节晚上，与门徒
一起享用最后晚餐，而这又同时开始了教会在每年这时候最重要 的「逾越三日庆
典」。进餐时，耶稣为门徒洗脚，并颁布新命令(Mandatum novum do vobis, A 
new commandment I give unto you):要他们彼此相爱。 Maundy Thursday就是取
自mandatum(命令)这个希腊字。耶稣又这个晚上， 亲自设立圣餐，吩咐门徒以后
必须这样行，以纪念祂。故此，耶稣以仆人的形象为门徒洗脚，教导记念耶稣的牺
牲，及「濯足礼」以表示彼此服侍。 

在「圣周星期五」纪念耶稣受难的日子里。回想耶稣那牺牲无比的大爱，就不禁
流 泪。何等大爱，真叫我们难以报答主爱。愿我们更爱主，更乐意服侍主。真实
相爱、互勉互助、遵从耶稣的教导、不辜负主耶稣的爱。邀请您，在救主受难日思
想：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通常称为十架七言，句句都是恩言。 

一、「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23:34) 耶稣说 了一句
深挚，求神赦免仇敌的爱心祷告，那县挂在十字架 上的耶稣，身体被撕 裂，肉身
已濒临死亡边缘，但祂仍有宽容饶恕 人的心，求父神赦免钉死祂、凌辱祂、控告
祂、逼迫祂及出卖祂的 人，祂的爱心是何等的大! 

二、「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23:43) 耶稣 能祝福十 字架
上悔改的强盗，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值得效法。 饱受十架酷刑折磨之际，亲
自体会苦况，能忘掉自己痛苦，继而祝 福悔改强盗。 

三、「母亲，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约 19:26-27)主耶稣
在在十架上受苦，仍不忘尽孝，乃说了这句话， 特将心爱的母亲马利亚托付门徒
约翰奉养，为我们树立孝顺的典范。 

四、「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太27:46) 耶稣从午正至 申初(即从 早上九
时至下午三时)被挂在十字架上，担代世人的罪孽 成为罪魁，作代罪羔羊，神公义
严正，对罪绝不宽容，因此在耶稣 最痛苦的时刻，神的忿怒击打，只有在十架上
的六小时，神反而转脸离弃祂，神一直与祂同在，但神绝不与罪同在。 



五、「我渴了。」(约18:28) 主耶稣在十架上，知道祂已战胜苦难，成就了神的事
工，为应验旧约预言(诗69:21)，所以祂说: 「我渴了。」 

六、「成了。」(约19:30) 主耶稣说「成了」这句话，是向世人宣布神救赎的大 功
完成了!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祂死后第三日复活，的确证
明祂是神的儿子，得胜的君王。 

七、「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路23:46)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 后一
句话，说完就断气了，耶稣的肉体被钉死，仍将灵魂交在天父手中，耶稣留下最
后一个榜样给我们──交托到底。耶稣基督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
死在十字架上。 

祷告：慈爱的天父，让我们这一生跟从耶稣、顺从耶稣、效法耶稣，在受苦难时
常常明白耶稣基督与我们同甘共苦、同行、同在、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阿们。

耶稣受难、受死之后，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了！「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复活！」。
「主果然复活！哈利路亚！」

「主复生」普天颂赞269首诗歌：「主复生，从今以后，死亡恐怖再不惊心；主复
生从今以后，坟墓威权再不辖制。哈利路亚。主复生，为我牺牲，此生专为事主
信徒；清心虚怀皆主行，嵩阳赞美荣归救主。哈利路亚。主复生，我深知道，主
爱深厚永不转移；生与死地府噩耗，不能分隔与主割离。哈利路亚。主复生，荣
升主帅，宝座庄严万国君临；我主脚踪甘追随，皆主作王安息天庭。哈利路亚。
」

复活的耶稣基督，给胆却者，勇气；给失望者，希望；给忧伤者，安慰；给迷失
者，方向；给软弱者，刚强；给每一颗愿意降服者，力量。凡心里相信，口里承
认耶稣为主，就必得救。耶稣战胜了死亡！死权不再掌权，也不再必害怕死亡
了！而且我们脸上应该散发出复活的盼望，犹如胜利凯旋的军队，浩浩荡荡，那
高昂不一样的光彩。希望您从心底流露出，这肯定和信仰的确据，满足的笑容和
光彩能从你的脸上看得到。

复活的救主向门徒显现。约翰福音21章记载了耶稣能与门徒享用早餐就是一个铁
定的证据。圣经还有其他的记载，证明了门徒亲眼目睹复活的救主。耶稣复活的
身体和祂荣耀的身体，这是多么深奥、难明、却又是奇妙的一件事。

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了荣耀的主。但荣耀的主，是静静地在晨光浪涛之中与门徒
同在，是在美丽的大自然中，神亲自与人同在。曾经戴「荆棘冠冕」的祂，如今
戴着「荣耀冠冕」。

往往埋伏在香港金融、财经、经济、现代社会那种三合土森林的城市结构只能反
映出人类的自大骄傲和拒绝神的态度。「新型冠转病毒」彻底显露出人无能为
力、人的局限、人的确失败了！离了主耶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在复活节的今天，耶稣已经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
都不改变。愿我们以信心盼望将来，愿属天的平安和喜乐临到我们每个人的心
中。振奋我们的心灵。

从今以后，不再留恋在过去的成功与失败、依靠耶稣过得胜的生活。那样，你就
过一个不一样的复活节！

愿天父赐福与您，雕塑你、磨练您、带领您成为耶稣真正明白复活意义，活显出
「门徒 – 归回属灵生命的初心」。



圣安德烈教堂

早上 8:30 圣餐崇拜 - 英语

早上 11:30 圣餐崇拜 - 普通话 

下午 5:00 晚堂崇拜 - 英语

生命中心

早上 9:30 早堂崇拜 - 英语

早上 11:30 早堂崇拜 - 英语

联系电话 
2367 1478

咨询 
info@standrews.org.hk

主任圣品  麦凯历牧师

辅理圣品  杨淑娴牧师

普通话事工 
pthministry@standrews.org.hk

请登入 http://www.standrews.org.hk/pth/ 查看更多本堂详情。

教会课程

4月19日-5月3日. 洗礼课程
内容：帮助受洗者了解信仰，预备5月17日接受洗礼。
地点：Zoom / 旧牧师楼R1
报名：请电邮至 chriserbe@standrews.org.hk

5月10日-5月31日. 坚振礼课程
内容：帮助已受洗者坚认信仰，预备5月31日接受坚振礼。
地点：Zoom / 旧牧师楼R1
报名：请电邮至 chriserbe@standrews.org.hk。

4月. 心意行动－抗疫紧急援助 
呼吁筹集现金或超市礼券，帮助疫情下收入骤降的低收入家庭。感谢弟兄姊妹的积极回应，心意行动已
收到一定数量的捐款及礼券，以提供紧急援助。

有关援助对象的申请资格乃参考食物银行与及时雨基金的收入及储蓄上限，为正等候审批或等候重新申
请上述援助的人士，在未得到援助的空窗期提供紧急支援。每位经评估合格的申请人/家庭将获资助500
元超市食物券。

心意行动亦会为有特殊困难的家庭提供现金援助，如为低收入家庭儿童购买平板电脑及上网咭以延续
停课期间的网上学习及支援病患人士的医疗费用等等，上限为2500元。

紧急支援需求众多，亦甚为殷切，至今心意行动已经收到五百多个申请及不少查询。盼望弟兄姊妹继续积
极回应呼吁，支持心意行动的事工，与人分享主爱。查询或捐款，请致电心意行动热线82098122。

教区活动

诚意邀请你参加空中ZOOM视像门徒课程（每逢周日上午10:00），探讨「门徒 – 
归回属灵生命的初心」。诚意邀请你也来参加「逾越三日庆典」空中ZOOM视像四
月九日最后晚餐主设立圣餐崇拜（旁晚7:30）；四月十日救主受难节（上午11:30
）；四月十二日复活节崇拜（上午11:30）。

与你一起共渡「逾越三日庆典」学习一个完整奥秘的事迹，

杨淑娴牧师

圣安德烈堂辅理圣品兼普通话事工主任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二日


